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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站

測試樣本
共測試7個軟性隱形眼鏡護理藥

水樣本，包括5個多功能型號和2個雙氧

水型號。多功能型號每10毫升價格為

$0.9-$1.4，而雙氧水型號每毫升價格則

為$1.9-$2.1。

參照ISO 14729測試方法的建議，

每款藥水測試3個不同批號的產品。在

鏡片消毒試驗中，除了具備消毒功能的

藥水外，還加入相關的清潔藥水、生理

鹽水和中和用品。

消 ● 毒 ● 效 ● 能 ● 測 ● 試
隱形眼鏡藥水

近年隱形眼鏡護

理藥水興起了「免捽」

概念，強調毋須「捽鏡」

便能消毒鏡片，由於做法

與傳統的護理方法有頗

大轉變，本會在測試軟性

隱形眼鏡護理藥水時，

特別注意「捽」與「免捽」

兩種程序的消毒效能，

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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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約有三、四十萬人佩戴隱形

眼鏡，情況越來越普及，不少人心中會

問：究竟佩戴隱形眼鏡是否絕對安全？

在過去十至二十年間，隨�科技

的進步創新，隱形眼鏡無論在質料、設

計、驗配及護理系統方面的發展，也都

突飛猛進。整體來說，只要佩戴得宜，

使用隱形眼鏡是安全的。

不過，由於佩戴隱形眼鏡會改變

眼球表面環境，如佩戴或護理不當的

話，有可能導致眼睛敏感、眼角膜缺

氧、損傷和感染等問題。所以，對於隱

形眼鏡用者來說，適當的護理尤為重

要。選配隱形眼鏡前，必須先由專業視

光師或眼科醫生驗眼，決定是否適合

佩戴隱形眼鏡及該選戴哪種類型的鏡

片；佩戴了合適的隱形眼鏡後，還需定

期接受檢查，跟進眼晴及鏡片狀況。另

外，隱形眼鏡的日常護理，也是重要一

環。鏡片每天必須進行清潔、沖洗、消毒，

還需定期去除蛋白，確保安全𦋐生。

佩戴不當可能造成眼角膜損傷

如果隱形眼鏡佩戴不當，例如佩戴

弧度不合適的隱形眼鏡、佩戴時間過長、

鏡片邊緣有裂縫或缺口、鏡片積有污垢

引致表面不平滑等等，都有可能造成眼

角膜損傷，患者可能出現眼紅、畏光、流

眼水等徵狀。如果角膜中央部分受損，更

可導致視力下降，若不及時治療，更可能

進一步受細菌或其他微生物感染。在香

港這樣的大城市中，佩戴隱形眼鏡不當

是造成眼角膜損傷最普遍的原因。角膜

損傷得不到妥善治療，有機會出現角膜

感染、潰瘍、眼球穿裂、眼內炎等嚴重眼

疾，不但可能需要進行眼角膜移植，更有

失明之虞。

6大要點保護眼睛

如果想減低眼角膜損傷、潰瘍、

感染或其他併發症的機會，就要緊記

以下幾點：

（1）選配隱形眼鏡前，必須先徵

詢專業視光師或眼科醫生的意見，切

勿隨便自行購買；

（2）隱形眼鏡必須每天清潔、沖

洗、消毒及定期清除蛋白；

（3）存放隱形眼鏡的容器必須保

持清潔及乾爽；

（4）定期更換鏡片及容器；

（5）切勿使用自製生理鹽水或水

喉水浸泡鏡片；

（6）假若出現併發症，應立刻停

止使用隱形眼鏡，並及早就醫。

本文資料由香港中文大學眼科

及視覺科學學系提供

不同的除蛋白溶液在使用
方法和所需時間均有不
同；即使佩戴用完即棄隱
形眼鏡，若使用超過一星
期，亦需進行清除蛋白的
步驟

程序 目的 步驟 備註

1. 清潔

3. 消毒

4. 清除蛋白

2. 沖洗

清潔鏡片表面的
污垢、塵埃和油
脂等

清潔雙手，將鏡片置於手
掌中，加上數滴清潔劑，
用食指輕擦鏡片，一般需
要七至十下

使用不同的清潔劑清潔不
同種類的鏡片；鏡片前後
兩面均需清洗

沖掉鏡片表面的
清潔劑和污垢

用生理鹽水或相關沖洗
液，用食指輕擦七至十
下，沖掉所有清潔劑和
污垢

不可用水喉水、食用鹽
水、礦泉水或蒸餾水

殺滅鏡片上的細
菌和其他微生物

沖洗後，把鏡片浸泡於載
有消毒劑的容器內

不同的消毒劑所需的消毒
時間不同，用者必須依照
說明書上的指引使用

清除鏡片上的
蛋白質

一般每星期一次，把已清
潔及沖洗的鏡片浸於除蛋
白溶液中。鏡片必須再經
過清洗及消毒程序，方可
使用

護理軟性隱形眼鏡的正確步驟

眼角膜周邊有小型潰瘍，如潰瘍

發生在角膜中央部分，可能導致

視力下降

圖中綠色瑩光部分（箭嘴所指）為

眼角膜損傷的位置

懶洗鏡後果堪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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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項目及方法
參考國際標準ISO 14729測試方法

來設計，就兩方面測試樣本的消毒效能。

（一）細菌浸泡試驗（Stand-alone Test）

純粹評估樣本本身的消毒效能，以藥水

樣本浸泡3種細菌、1種霉菌和1種酵母

菌，浸泡時間按各樣本使用說明建議的

浸泡時間來設定，再在特定時間檢驗活

菌所餘數目。部分樣本的護理程序多於

一種，浸泡時間亦有不同，測試時分開處

理。評估分開第一準則（Primary Criteria）

和第二準則（Secondary Criteria）兩部分，

通過第一準則便算完成，不能通過第一

準則的樣本，便需進行第二準則評估。

（二）鏡片消毒試驗 （Regimen Test）

把微生物放在鏡片上，參考樣本的

使用說明，模擬隱形眼鏡用者護理鏡片

的沖洗捽鏡片程序，浸泡完成後便做藥

水過濾程序，再檢驗活菌所餘數目。測試

採用了日漸流行的軟性即棄鏡片，一款

為兩星期即棄，另一款為一個月即棄。部

注

細菌浸泡試驗
編號
[1]

牌子/型號
容量
(毫升)

價錢
[2]

聲稱
來源地

包裝上的免捽聲稱
[3]

認可或認證
[4] 按樣本說明

的浸泡時間
第一準則

表一 : 多功能隱形眼鏡護理藥水消毒效能測試結果

—

[1] 同型號不同浸泡時間或不同捽鏡步驟的組別以A和B來區分。
[2] 零售價由本會於9月進行市場調查時取得，會因時間、地點和零售店不同
而有差異。

[3] — : 無免捽聲稱
[4] FDA :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CE : 歐盟安全標誌
生產商有提供相關文件才列在表中。

[5] 純粹評估樣本本身的消毒效能，以樣本浸泡3種細菌、1種霉菌和1種酵母菌，
浸泡時間按各樣本使用說明而定。
▲ : 滿意
□ : 不滿意
— : 已通過第一準則，不需計算第二準則。
若按ISO14729的標準，能通過細菌浸泡試驗第一準則者，可視為符合要求的
隱形眼鏡消毒藥水。
資料已考慮可能出現的測試誤差(0.5 log)。

1

2

3A
3B
4A

4B

5A

5B

Opti-free No Rub Express多功能消毒藥水

ReNu MultiPlus「多功能」隱形眼鏡藥水

Optomate隱形眼鏡藥水

Complete多功能隱形眼鏡藥水

SOLO-care PLUS多功能隱形眼鏡藥水

355

355

360

360

360

$50

$50

$32

$45

$50

美國

美國

新加坡

中國

加拿大

FDA

FDA

CE

FDA

FDA / CE

6小時

4小時

10分鐘

4小時

6小時

5分鐘

4小時

▲

▲

□

▲

▲

□

▲

測試站

分樣本列出多個不同護理程序供不同鏡

片使用，測試只選擇適用於即棄鏡的方

法。消毒鏡片的程序和用品盡量依從使

用說明的建議，由於大部分樣本沒有沖

洗鏡片的詳細步驟，故實驗室在試驗中

訂定了沖洗程序。此外，部分多功能藥水

建議用隱形眼鏡盒，但由於容量少，加上

為了統一起見，故改用實驗室的器皿。

ISO 14729建議，所有具備消毒功

能的藥水須先經細菌浸泡試驗，若第一

準則滿意，就毋須繼續鏡片消毒試驗，只

有那些第一準則不滿意，而第二準則滿

意的藥水，才須進行鏡片消毒試驗。不

過，日常消毒隱形眼鏡情況較接近鏡片

消毒試驗，故本會在細菌浸泡試驗表現

後，均一律繼續進行鏡片消毒試驗，為消

費者提供更多參考資料。

測試結果

 多功能型號

（一） 細菌浸泡試驗

浸泡時間夠長才能殺菌

審閱使用說明後，發現5個多功能

藥水中，有2個型號列出2個浸泡時間，故

合共進行7組測試，同型號但不同浸泡時

間或不同捽鏡步驟的組別以A和B區分。

首先參考ISO 14729的第一準則評

估。連實驗誤差一起計算後，測試結果顯

示，7組中有5組全部3個批號樣本均能在

產品建議的最少浸泡時間內，把99.9%以

上的細菌和90%以上霉菌和酵母菌消滅，

試驗採用ISO 14729建議使用的5種微生物：

微生物 P：銅綠假單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 ATCC 9027

微生物 Q：沙雷菌（Serratia marcescens） ATCC 13880

微生物 R：金黃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ATCC 6538

微生物 S：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 ATCC 10231

微生物 T：茄形鐮胞菌（Fusarium solani） ATCC 3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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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鏡片消毒試驗 [6]

第二準則 測試中有否
捽鏡步驟？

消毒表現

[6] 參考各樣本的使用說明，模擬消毒鏡片程序，再檢驗活菌
所餘數目。
由於本會所用鏡片為兩星期即棄和一個月即棄型號，故只
測試使用說明中適用的消毒程序。
▲ : 滿意
□ : 不滿意

#4和#5的生產商認為其產品的表現受沖洗步驟影響，
詳情請看「廠商意見」。

—

—

□

—

—

□

—

無

無

有

有

有

無

有

無

▲

▲

▲

▲

▲

□

▲

□

多功能隱形眼鏡護理藥水樣本

而霉菌和酵母菌數目亦在4倍浸泡時間

內未有回升。這結果表示，該5組樣本的

基本消毒效能令人滿意，毋須再以第二

準則評估。餘下的2組樣本#3A和#5A，需

進一步計算其能否滿足第二準則。

第二準則的要求為微生物P、Q和R

這3種細菌的消減對數平均值總和大於

5.0，而各自的對數平均值不少於1.0，並

且能抑制微生物S和T的數目增長，以及

測試的全部3個批號均符合要求才算滿

意。結果顯示#3A和#5A表現未夠滿意。

相對來說，#3A和#5A的浸泡時間

較短（10分鐘和5分鐘），但同一型號而

浸泡時間為4小時的#3B和#5B，則表現

滿意。

（二） 鏡片消毒試驗

免捽樣本表現參差

審閱使用說明後，發現5個多功能

藥水中，有3個型號各有2個適用的消毒

指引，故合共進行8組測試。

ISO 14729容許樣本在鏡片消毒試

驗時，根據使用說明加入護理鏡片的配

套用品如清潔液和生理鹽水等，及護理

步驟如沖洗和捽鏡等。因此，鏡片消毒試

驗對測試結果的要求比細菌浸泡試驗更

高，樣本需要把該5種微生物由數十萬個

菌落減至10個或以下。

結果8組樣本中有6組表現滿意，包

括需要捽鏡的4組和免捽的其中2組。

表現不滿意的是其中2組免捽樣本

#4B和#5B，在消毒微生物S酵母菌和微

生物T霉菌的試驗中，表現較為遜色。須強

調一點，該兩樣本在細菌浸泡試驗中表現

滿意，可視為符合要求的隱形消毒藥水。

捽鏡明顯改善消毒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細菌浸泡試驗中

表現不滿意的#3A和#5A，在鏡片消毒試

驗中卻能過關，相信與多了捽鏡步驟有

關係，反而沒有捽鏡的#4B和#5B雖在細

菌浸泡試驗中表現滿意，但在鏡片消毒

試驗中卻表現欠佳，顯示捽鏡步驟對這

些型號藥水的表現有影響。其實捽鏡步

驟只需花約10至20秒，兩隻鏡片需時不

夠1分鐘。消費者不宜貪快，而忽略徹底

消毒鏡片的重要性。

本會測試其中一個目的，是看捽與

不捽鏡的效果，因此本會以小鉗子夾�

鏡片來沖洗，避免手指因與鏡片有磨擦

而產生類似捽鏡的效果。有生產商認為，

沖洗鏡片時應以手指拿�鏡片，以提供

足夠壓力在鏡面上，並可於翻動鏡片沖

洗時，沖走污物。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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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細菌浸泡試驗
編號
[1]

牌子/型號
容量
(毫升)

價錢
[2]

聲稱
來源地

認可或認證
[3] 按樣本說明

的浸泡時間
第一準則

表二 : 雙氧水隱形眼鏡護理藥水消毒效能測試結果

[1] 同型號不同浸泡時間或不同捽鏡步驟的組別以A和B來區分。
[2] 零售價由本會於9月進行市場調查時取得，會因時間、地點和零售店不同
而有差異。

[3] FDA :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CE : 歐盟安全標誌
生產商有提供相關文件才列在表中。

[4] 純粹評估樣本本身的消毒效能，以樣本浸泡3種細菌、1種霉菌和1種酵母菌，
浸泡時間按各樣本使用說明而定。
▲ : 滿意
□ : 不滿意
— : 已通過第一準則，不需計算第二準則。
若按ISO14729的標準，能通過細菌浸泡試驗第一準則者，可視為符合要求的
隱形眼鏡消毒藥水。
資料已考慮可能出現的測試誤差(0.5 log)。

6
7A

7B

AOSEPT Plus軟性隱形眼鏡消毒藥水

Oxysept 1 Step隱形眼鏡護理系列

360

360

$70

$75

加拿大

中國

FDA/CE

FDA

6小時

4小時

▲

▲

鏡步驟（需時不夠1分鐘），也有滿意的消

毒效果，不過，要留意除蛋白，依它們的

說明，則至少需要浸泡4小時。

選藥水還需考慮多種因素
一套完整的隱形眼鏡護理系統包

括多個功能，本會測試消毒功能，因為若

此功能欠佳，後果可以相當嚴重，詳見

「懶洗鏡後果堪虞」一段。消費者選擇隱

形眼鏡護理藥水時，除了考慮消毒能力

外，還須注意多個因素，可在聽取眼科專

業人士意見後再作考慮。

多功能藥水
除蛋白步驟也相當重要

若選擇多功能藥水，要考慮其清潔、

除蛋白、會否引起敏感和價錢等因素。除

蛋白是繼消毒功能後，另一相當重要的

元素。根據本會2001年調查，有兩成多的

人表示沒有做除蛋白步驟。以往除蛋白

程序多是用鹽水或多功能藥水溶解酵素

藥片來清除鏡片上的蛋白，約每星期做

一次。

然而，兼具除蛋白功效的多功能藥

水幾年前開始推出市面，至今市面上最

少有5個型號已同時有除蛋白功能。不

過，用家須留意使用說明，依足步驟才能

達到除蛋白效果，例如，上文提到的#5A

「五分鐘護理」程序，如需除蛋白，就需

讓鏡片於藥水內浸泡最少4小時。眼睛的

蛋白分泌量因人而異，可先請眼科專業

人士檢查，再考慮每隔多久做一次除蛋

白步驟，切記不要因貪方便而忘記眼睛

健康。

估。連實驗誤差一起計算後，測試結果顯

示，2組全部3個批號樣本均能在產品建

議的最少浸泡時間內，把99.9%以上的

細菌和90%以上霉菌和酵母菌消滅，而

霉菌和酵母菌數目亦在4倍浸泡時間內

未有回升。這結果表示，該2組樣本的基

本消毒效能令人滿意，毋須再以第二準

則評估。

（二） 鏡片消毒試驗

無捽鏡步驟者表現稍遜

依照使用說明，2個雙氧水藥水型

號中，有1個型號具有2個適用的消毒指

引，故2個型號合共有3組測試進行，同型

號但不同捽鏡步驟的組別以A和B區分。

結果3組樣本中有2組表現滿意。表

現不滿意的是無捽鏡步驟的樣本#7B，在

 雙氧水型號

（一） 細菌浸泡試驗

表現相當滿意

審閱使用說明後，發現測試的2個

雙氧水藥水型號中，各只有1個適用的浸

泡時間，故只有2組測試進行。

首先參考ISO 14729的第一準則評

毋須因消毒能力而轉藥水
綜觀測試結果，7個型號的軟性隱

形眼鏡護理藥水都具有不錯的消毒能

力，部分樣本表現不滿意時，問題未必在

護理藥水本身的消毒能力，而是受使用

方法所影響。本會認為，消費者可繼續使

用一向用開的型號，不必刻意轉換型號，

反而應將重點放在消毒程序，以免因慳

短短的捽鏡時間而可能影響眼睛健康。

其實捽鏡與否，可請教眼科專業人士，再

按本身情況考慮。就算想轉換型號，也應

事先徵詢眼科專業人士的意見。

又要𦋐生又要快？
對於要求「省時」的用家，可以考慮

#3A和#5A。雖然它們在細菌浸泡試驗中

表現未如理想，但在鏡片消毒試驗中顯

示，即使只浸泡5至10分鐘，若能配合捽

選擇攻略

測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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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鏡片消毒試驗 [5]

第二準則 測試中有否
捽鏡步驟？

消毒表現

[5] 參考各樣本的使用說明，模擬消毒鏡片程序，再檢驗活菌
所餘數目。
由於本會所用鏡片為兩星期即棄和一個月即棄型號，故只
測試使用說明中適用的消毒程序。
▲ : 滿意
□ : 不滿意

#7的生產商認為其產品的表現受沖洗步驟影響，
詳情請看「廠商意見」。

—

—

有

無

有

▲

▲

□

雙
氧
水
隱
形
眼
鏡
護
理
藥
水
樣
本
及
其
配
套
用
品

消毒微生物T的試驗中，表現較為遜色，

若轉用有捽鏡步驟的指引#7A，則表現令

人滿意。而#7的「加倍護理」程序（#7A）

亦提到，若想達到更佳效果，可先以清潔

液幫助捽擦鏡片後，才再按「每日護理」

程序（#7B）清潔及消毒鏡片。須強調一

點，#7在細菌浸泡試驗中表現滿意，可視

為符合要求的隱形消毒藥水。

讓佩戴隱形眼鏡時更舒適

部分多功能藥水聲稱能保存水分

在鏡片中，使佩戴鏡片時眼睛更舒適。其

實鏡片愈薄或含水量愈高，其透氧能力

就愈高，而且鏡身也較柔軟，佩戴較舒

適，但先決條件是要有足夠淚水分泌來

維持其含水量。若淚水分泌較少，便需滴

人造淚水來保持眼睛濕潤，否則鏡片失

去太多水分便會變形，不能再用。

雙氧水藥水
必須徹底中和

若選擇雙氧水，則須注意中和藥水

或工具如何使用，和能否徹底中和雙氧

水，以免殘留鏡片上的雙氧水刺激眼睛。

部分型號使用金屬環作為中和雙氧水的

催化劑，用者應注意在效力減低前更換

金屬環。

雙氧水一般需配合其他護理用品

組成一個系統使用，包括清潔液、鹽水和

除蛋白藥片等，消費者可各購入一些備

用，但不宜過量儲存，以免因儲存太久而

過期，浪費金錢。過期物品更切勿使用，

以免損害眼睛健康。

如有不適盡快除鏡及驗眼
對隱形眼鏡用家來說，定期驗眼相

當重要。有些潛在問題非用家自己可以

輕易察覺。其實，佩戴隱形眼鏡後有任何

不適情況，無論是否與隱形眼鏡護理藥

水有關，也應盡快尋求眼科專業人士的

協助。

此外，曾有報道指部分消毒效能

強勁的多功能藥水在體外試驗顯示

會損害細胞，可能影響眼睛舒適

度。本會認為，生產商可考慮調

節其消毒成分含量及使用方法。用家也

不妨於消毒鏡片時花點功夫捽鏡，以達

到良好消毒效果，並留意佩戴隱形眼鏡

時是否舒適，若有問題應盡快尋求眼科

專業人士協助。

6

7



24 選擇 324  2003·10

測試站

廠商意見
#1（Opti-Free Express）的生產商交

來有關#1的美國FDA批核文件。

#2（ReNu MultiPlus）的生產商表示，

消費者選購隱形眼鏡護理藥水時，消毒

只是其中一個要考慮的功能，其他還有

除蛋白及清潔功能。在轉換藥水系統或

牌子前，消費者應徵詢視光師的意見。該

公司交來有關#2的美國FDA批核文件。

#3（Optomate）的供應商表示，貨

品盒上詳細說明使用方法共有三步驟，

包括捽鏡、沖洗和浸泡，依足以上三步，

當有理想效果。該公司交來有關#3相等

產品（OEM產品）的歐盟安全標誌認證

資料。

#4（Complete）和#7（Oxysept）的生

產商表示，消費者必須清楚市場上有兩

種消毒系統，分別是多功能系統和雙氧

水系統。多功能系統應在消毒效能、細胞

毒性、用家舒適度和眼睛健康各方面取

得平衡。#4屬多功能系統，除了消毒還有

清潔、沖洗、儲存、除蛋白和潤滑功能。#4

含HPMC，有「鎖水防乾功能」，維持鏡片

濕潤，避免眼睛乾涸及受刺激。#4是為希

望獲得更舒適感覺和防乾功能的消費者

而設計的多合一藥水。#7屬雙氧水系統，

能「先專心殺菌，後徹底中和」，專為要求

高效消毒功能的消費者而設。該公司交

來文件顯示，#4和#7均經美國FDA批核。

該公司又表示，#4和#7兩產品分別供不

同種類消費者使用，而消毒能力同樣相

當有效。

該公司亦表示，沖洗步驟要有效的

話，必須以穩定的藥水水柱沖洗，而已用

過的藥水不應再用。用鉗子夾�鏡片也

不常見。此外，#4的消毒成分會吸附在玻

璃器皿表面，減低消毒效能。

#5（SOLO - C a r e  P LUS）和#6

（AOSEPT Plus）的生產商表示，同意本會

在測試時統一沖洗鏡片的方法，但應模

擬足隱形眼鏡用家的做法，例如用手指

拿�鏡片而不用鉗子，也不將鏡片放進

沖洗鏡片後滴下來的藥水。此外，該公司

認為#5的消毒成分會吸附在玻璃器皿表

面，減低消毒效能。該公司又認為，測試

用的過濾方法有可能讓細菌從底部「回

流」至過濾膜上。（本會按：實驗室的過濾

器均狀況良好，過濾膜能防止大於0.2µm

的粒子回流，而計算細菌數量時，亦只包

括過濾膜上方的數目。） 該公司交來有關

#5和#6的美國FDA批核文件和歐盟安全

標誌認證資料。

本會對廠商意見的幾點回應
本會測試是在實驗室內模擬用家

的使用情況，故部分步驟會採用實驗室

的工具，如用小鉗子拿鏡片，或者以實驗

室常用的玻璃瓶代替眼鏡盒，目的是統

一規格，方便比較。

多功能藥水樣本（包括#4及#5B）

在細菌浸泡和鏡片消毒兩試驗中，都是

以實驗室玻璃器皿盛載藥水的，而樣本

#4和#5B也能通過細菌浸泡試驗。本會

相信對鏡片消毒效能有實質影響的是捽

鏡步驟。

部分生產商認為實驗室所採用的

沖洗程序影響其產品表現，其實本會在

實驗中一直都是參照使用說明處理鏡

片，只是在不清晰的步驟才跟從實驗室

設定的程序。本會認為生產商有責任更

清楚描述其產品的沖洗步驟，包括每步

驟須用的藥水分量和時間，和任何禁忌，

以供消費者參考。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意見

FDA回覆本會表示，自2000年7月

便有生產商向該局申請批核其「免捽」護

理程序。該局評審的數據包括微生物試

驗和臨床試驗後的鏡片檢查。已獲該局

批准使用免捽護理程序的隱形眼鏡護理

藥水包括#1、#2、#4、#5和#6。

該局表示，免捽護理程序的浸泡時

間一般為4至6小時，此類產品一般的使

用指引是先沖洗後浸泡便完成，只有部

分產品會指示使用者浸泡完再附加一次

沖洗程序。

該局有要求此類產品的標籤列明，

眼科專業人士可按使用者眼睛的個別情

況，建議附加護理鏡片的步驟。

𦋐生署意見
該署正建議監管市面的醫療儀器

和相關用品，當中隱形眼鏡消毒劑將會

歸類為中至高風險（第III級），對生產程序

有嚴格要求，以確保其素質、安全和效能

符合標準，而效能聲稱和使用說明均會

受監管。

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及
放射學系意見

該學系同意消費者使用聲稱「免

捽」的藥水時，加上「捽鏡」的步驟，不單

能夠去除鏡片上大部分的微生物，提高

消毒效能，更可徹底地消除鏡片上的污

物，減低因聚積物而引起過敏反應的機

會。該系又認為，鏡片清毒試驗中的設定

沖洗程序並非最理想方法，因有可能影

響藥水效能，不過，該學系認同本會建

議，藥水生產商應更清楚說明沖洗步驟

供消費者參考。

香港光學會意見
該會認為，市面上的免捽軟性隱

形眼鏡藥水，確有清潔、消毒的功能，

至於採用與否乃個人喜好，最重要還

是使用者必須有良好𦋐生意識，否則

隱形眼鏡藥水如何優越，亦無法遠離

感染機會。


